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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近年來協助職棒球員法治教育，著有成效，法

務部特編列球類運動法治教育手冊，針對其他運動球

員、教練、裁判進行法治觀念宣導，以共同維持體育

運動之正當風氣。  

  更編撰新版球類運動法治教育手冊(電子書公布於

法務部部官網 https://reurl.cc/GxnVRv )，列舉球

員、教練可能遇到之法律問題，佐以生動之案例及深

入淺出之解析，指導球員平常如何自我防護及阻絕不

法等良策。 

  本手冊由臺灣高等檢察署王正皓檢察官協助編撰，

王檢察官本身也是資深球迷，曾偵辦過多起職棒假球

案，公務繁忙之餘慨然應允，將偵查實務相關經驗整

理出與球員有關之法律問題，作成法律解析意見，並

以案例提醒運動員應自我保護，內容深入淺出，並由

保護司編纂後完成，其內容充實而豐富。 

  法務部延續從民國 98年起，為遏止當時球員、教練

打假球事件而與職棒聯盟所建立之合作防賭機制外，

時至今日，針對隸屬中華職棒聯盟之五支球隊，經由

檢察機關與球團協力，由各球隊主場之地方檢察署與

各該球團建立聯繫平台，啟動反毒、防賭機制，配合

球團春訓期程辦理法治宣導、法律座談，以培養選手

善用法律保護自己之能力，並於比賽期間由各地方檢

察署指派專責檢察官或檢察事務官到球場監賽，以具

體行動保護選手安全並維護比賽之公平性。 

  另外，不讓職棒聯盟專美於前，國內兩大男子職業

籃球聯盟「P.LEAGUE+」及「T1」聯盟，於今（111）

年初，分別提出與本部共同防杜犯罪、遏止不法之合

作計畫，蔡部長不但欣然同意，更以行動力挺，規劃

以「反毒 Defense 防賭」及「反毒、防賭 Double 

Team」為合作主題，且先後於 5月 1日及 14日，受邀

親自出席擔任兩個聯盟本球季例行賽事之開球嘉賓，

並於其中一場賽事接受賽前專訪，部長娓娓道來本部

推廣反毒、防賭以維護良好運動風氣之用心，再加上

現場本部同時舉辦吸引年輕球迷參與之「變裝化身反

毒 HERO」及「轉動多元戒毒、人生走向幸福」等創新

法治宣導活動，讓反毒、防賭

觀念隨著一場場的賽事引得

共鳴，深入民心。 

維護良好運動風氣，主動保障選手權益 

本部與職棒/職籃聯盟合作，啟動反毒、防賭機制 
Hot News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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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部長出席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暨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董事長交接典禮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暨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

事長原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邢泰釗兼任，因職務異動，由

張斗輝檢察長兼任二會董事長，並於 20日辦理交接典禮。 

   蔡部長致詞時表示，推動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涉及社

政、福利、衛生、警政、勞政等多項不同業務領域，更生保護

與犯罪被害人保護這二項重要業務要能完備推動，不僅仰賴政

府各部門間跨域的合作，也需要民間資源的參與協助。 

   蔡部長說，近年來法務部致力於完備保護法制上，研修「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更名為「犯罪被

害人權益保障法」，將以往側重補償及保護的概念，擴充、提升為強調人性尊嚴，並以同理心的態

度，深化、完善對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權益保障。 

    而在提升更生保護服務上，為落實總統「貫穿式保護」與再犯防止政策，補助臺灣更生保護會進

用毒品專業個管人力，提升服務量能，深化更生人就業、就學、家庭支持與援助家庭服務方案。 

    最後部長期許，張董事長原任本部常務次長，領導同仁推動辦理毒品防制、平穩物價等業務，歷

經無數艱鉅工作，均能圓滿處理，強化保護工作與網絡的連結，重視被害人與更生人感受，強調保

護工作程序、效率與效益之重要，尊重助人專業，相信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下，二個保護會未來業務

發展必會更加精益蓬勃。 

 

部長出席加強社區轉銜機制北區座談會 

 為落實法務體系與社會安全網之銜接，本部陸續於 4月 22日、28日，分別在中部及南部地區，召

集當地檢察及矯正機關，舉行精障受刑人及受處分人出監(院)加強社區轉銜機制中區、南區座談會。

6日則在臺灣高等檢察署會議室，召開北區座談會，蔡部長對此一系列之座談會非常重視，特別親自

到北區座談會場鼓勵與會同仁，並期許藉由今日之座談會，幫助承辦同仁了解各地實際運作情形，促

進各機關執行社區轉銜機制之經驗交流，讓轉銜機制運作更加順暢，確保社會安全網接住每個需要被

接住的人。 

 會議除由吳怡明副司長說明精障受刑人或受處分人加強社區轉銜機制流程及轉銜會議辦理Ｑ＆Ａ

之參考指引，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馬中人主任檢察官、臺北監獄羅東弘調查科長及基隆監獄吳文

怡心理師，分享檢察及矯正機關辦理轉銜會議經驗，另還邀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人員向大家介紹地方政府社會福利及精神醫療資源之

連結運用，最後透過綜合座談，彼此傾聽各機關在執行

上所遭遇之困難或對相關政策實務運作之建議，並共

同研議可行之解決對策，期讓轉銜會議精益求精，能夠

發揮最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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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教育部「袖珍3D反毒

特展」推廣反毒教材 

林代理司長關懷蘇建和案

被害人遺孤吳東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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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保護工作如同一棵小樹，需要灌溉才能成長茁壯，灌溉的養分來自服務對象的回饋或是長期支持保護工作的榮

觀、更保或是犯保熱心公益人士，還有工作人員的反思，這些都能為保護工作帶來正能量！ 

  臨床心理師節特輯（下篇） 

                 替你說出無以名狀的傷            保護司 楊宛臻採訪整理 

許嘉玲臨床心理師是 109年首梯加入觀護團隊的心理師，過去在神經科服務的她，主要面對失智、

中風等病患，在醫院工作一段時間，為了給自己一個突破的機會，她轉換環境來到高雄地檢署，工作

的場域變換，不代表拋棄過往的累積，她用多年養成的醫學知識與實務經驗，填補了司法端在心理層

面的缺口。 

臨床心理師服務的場域十分廣泛，但無論如何都與「人」脫離不了關係，許嘉玲心理師每週有兩天

半的時間固定與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個別晤談，她說：「這段時間就是不斷接案，一小時一名，排滿一

整天。」雖然講得雲淡風輕，但面對如此大量的受保護管束人，於質、於量都不輕鬆。個案除了共通

性的社會適應問題，還有各自心理、生理、家庭及人際的種種議題，猶如一團龐大而糾結的毛線球。 

刑事訴訟追求發現真實，而心理師則在盤根錯節中看見個案的傷，一個人走上犯罪之路，很大因素

是社會結構和成長過程中的傷口催化而成，許心理師表示：很多個案從童年到目前為止的生活都是

充滿創傷的，也許他們沒有很好的能力去覺察、訴說，但當這些人經歷偵審程序後，來到她的面前，

是難得有機會被聆聽與接納的時刻，這樣的機會，在他們過往的人生中可能從未發生過。有時個案一

句：「老師，被妳說中了…」、「就是像妳說的這樣」，簡單而直接的反饋，讓她明白那些無以名狀

的傷痛終於被說出。 

地檢署的心理治療在以輔助觀護人進行觀護處遇的前提下，常面臨短期結案的情形，讓人想起日本

茶道的「一期一會」，在時間、資源都極其有限的狀況下，她努力尋求最佳策略，為人生中可能僅有

的一次相會，付出全部心力。 

許心理師曾遇過一名 40多歲國立大學畢業卻因施用毒品而涉案的工程師，服刑前因染毒投資失利

等散盡家財，服刑期間又罹患中風，身心的煎熬讓個案忽略腦損傷後造成認知及情緒層面上的影響，

生活受困於充滿動機低落及憂鬱情緒中，許心理師看見復歸路上的荊棘，除了外在環境，逐步引導使

其慢慢感受到心理與身體功能障礙的影響，再重新由自己出發，她請個案下次報到之前，先去理髮、

剪指甲，個案踏出了一小步後，逐漸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感，外表也變得更乾淨清爽，一點一滴的改變

讓個案逐漸跨越痛苦的門檻，有勇氣前往就業服務中心謀職。看見個案長出力量，就是她最快樂的時

刻。 

先前網路上流行「一句話惹怒○○系」，心理系的版本是：「你讀心理

系！那你猜我正在想什麼？」關於這些對心理學的想像，許心理師笑著表

示：「心理師不會讀別人的內心，不然就去擺攤算命了。心理師走出會談

室就是一個人，和大家一樣。」生而為人，心理師同樣也有「心很累」的

時刻，只是她更懂得覺察，知道自己的心「為何而累」。雖然沒有讀心術，她卻總能窺見個案最深層

的心事，一期一會，後會無期，在司法的末端程序，這些被同理、被接住的瞬間，相信個案會永遠珍

惜。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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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有你 
        

                                          犯保屏東分會 陳姿君秘書 
    

  「真的很感謝分會，在案發之初幫了我很多忙，因為有你們的陪伴，支持  

許多在急難中的家庭走出來，現在的我才能重新生活。感謝每一位我遇過的

恩人，我永遠不會忘記分會中的所有人，我現在跟孩子過得很好，工作也很

穩定，請大家不用擔心！」 

 

  回顧 5年前案件發生之初，案妻才 28歲，還有 2個分別為 4歲及 3歲的

幼子，而其中 3歲的幼子更在同一場車禍中，目睹了案主的死亡及受傷 

突如其來的喪夫之痛、案公婆與案妻在案件上意見分歧，娘家又遠在台中

無法就近支持，身心俱疲的案妻，幾近崩潰…. 

 

  在地的志工感同身受案妻的處境，協助案公婆理解案妻的處境，陪伴其

面對接踵而至的生活困境；分會即時伸出的援手，讓案妻在訴訟過程中能

減輕焦慮及不安；且為了讓案妻及孩子能面對案主的死亡，分會為了母子

安排諮商輔導，讓內心的傷痛能漸漸撫平，重新搭起因案主的死亡而受傷

的溝通橋梁。 

 

  案妻給予的回饋，不僅溫暖了分會的心，也鼓舞了夥伴，堅持繼續走在

這條照亮他人的路上 因為分會夥伴的熱忱、溫暖與愛，讓善不斷正向循

環，讓愛不斷傳承不滅。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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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檢 25由檢察長張介欽率全體主任檢察官、查賄分區專責檢察官，並邀集新竹縣、市轄區內警

察、調查、廉政機關首長，與全國同步進行「查察賄選及暴力執行小組」揭牌儀式。  

  張檢察長表示，本署除完成查賄制暴任務編組暨查察區配置表，迄今已受理 3件賄選情資，均

已積極查證中；並強調除持續查辦現金賄選、選舉賭盤、幽靈人口案外，

針對假訊息、境外資金與滲透來源介選等，亦速查嚴辦，同時強化科技查

賄人力與設備，防範數位賄選。 

士林 

  新北檢配合法務部與 P. LEAGUE+聯盟合作，共

同舉辦「反毒、防賭」法治宣導活動，於 14日下

午於新莊體育館，宣導「轉動多元戒毒 人生走向幸

福」反毒活動，防堵毒品及賭博

介入職籃運動，以維護籃球運

動良好的風氣。  

  更保新北分會結合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實物

銀行獲捐母親節蛋糕，並採購受疫情影響之

更生商品棗到杏福禮盒等物資，

親送至安置處所璞真之家及染疫

隔離的更生人家門外，協助更生

人挺過疫情艱困期並歡度母親

節。 

   士檢 17、18兩日，派遣十餘名社會勞動人，

結合社區資源讓社會勞動人進行蘆洲李宅「歷

史文化教育大園區」之環境清潔，並讓社會勞

動人們了解蘆洲李宅古蹟-李

友邦將軍紀念館歷經多年的

輝煌與堅持，並從中體悟重獲

新生的難能可貴。 

  桃檢與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吳慧菁教授開辦「毒品多元戒癮 SHIFT親職團體」，希望透過完整

及持續性的團體課程，讓藥癮者得以在團體中演練親職溝通中常面臨的情境，以強化親子溝通、

培養子女解決問題和解決衝突之技巧，進而改善彼此的親職關係，重新建構家庭的機能，避免代

間犯罪循環的發生。  

  桃檢 7日在團體活動結束時，分送給在場的團體成員一人一份蛋糕，除了獎

勵，也在蛋糕外盒附上「如橙的故事」，藉由蛋糕的製作者—如橙，勉勵成員

能夠將在團體所學的技能運用在家庭中，讓孩子可以重新感受到父母的愛，重

新變成家人的堡壘及幸福的避風港。  

  士檢為關懷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在端午節

前夕辦理「士林粽情粽意 端午傳香送愛」端午

關懷活動。由 10人代表參加簡單的致贈儀式，

現場並提供社工師諮詢

服務。其他 20 名則改由

各股觀護人各別致贈慰

問金及慰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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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雲林 

  更保台中分會，結合善心企業 7-11 新勤益

門市捐贈年輪蛋糕禮盒 100 盒；普安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豪亮專業汽車美容店捐贈酒精、

抗菌洗手乳、抗菌乾洗手露乙批等，舉辦母親

節溫馨關懷活動，透過宅配及家庭支持服務社

工親送企業捐贈之蛋糕、防

疫物資及民生物資至 50 戶

清寒更生案家。  

  中檢 110年進用觀護心理處遇師及觀護追

蹤輔導員加入觀護業務後，原外聘心理師協

助辦理受保護管束人家庭暴力支持團體，改

由進用心理師及社工師合作辦理， 並於 10

日辦理講座，邀請楊顗帆

心理師及簡培凱心理師授

課。  

  投檢 3日結合南投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以及勵

馨基金會台中愛馨物資分享中心，辦理「溫

馨五月情 送愛到家庭」

母親節關懷慰問活動，嘉

惠 30戶更生家庭。 

   

  犯保彰化分會於端午節前夕，特致贈端午節慰問金給 30戶馨生人，16日在蕭明仁主任委員帶

領下，由工作人員及保護志工共同前往馨生人家中進行致贈關懷慰問金並

傾聽需求；會談中，感受到馨生人對於事件發生的無奈及對於訴訟的不

安，蕭主委同理馨生人悲傷之情緒，向馨生人說明司法程序等，安撫其耐

心等待。 

  雲檢 3日於虎尾鎮埒內社區辦理「溫馨皂

幸福」母親節社區關懷活動，帶領受保護管

束人和更生人製作手工香皂、書寫感謝卡片

並致贈蛋糕給辛苦的母親；犯保雲林分會

於 4 月 30日邀請馨生家庭親子共同製作母

親節蛋糕，檢察長洪家原皆到場祝賀參與者

佳節快樂。 

  

 犯保南投分會 31日辦理「粽葉飄香傳馨意」

端午節關懷活動，保護志工親自將「手作紅麴滷

肉粽」分送給 25戶馨生人家庭。

張云綺檢察長等人與會，並頒贈

感謝狀感謝金都餐廳優惠協作本

活動之500個「手作紅麴滷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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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 

高雄 

橋頭 

臺南 

   

      

 

  嘉檢 17日至 18日與嘉義六腳鄉公所清潔隊共同辦理社會勞動專案訓練，規劃於生態公園進行

環境清潔勞務。本次專案動員原社勞執行機構社勞人三名、新進勤前

訓練社勞人十名至生態公園進行刈草、垃圾撿拾及周邊環境維護。    

  南檢依社團法人台南市野鳥學會-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申請，於日前辦理「水

雉生態教育園區營造水雉棲地」專案活動。本次活動由水雉生態園區專員主

導派工及督促社會勞動人執行，南署除指派觀護佐理員 5人次從旁督核外，

亦調度社會勞動人約 35 人次於園區內以專案方式進行水草清除暨環境整理

等工作。 

  為傳遞對受保護管束人的關心及祝福，雄

檢舉辦 111 年度母親節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

懷活動，邀請弱勢受保護管束人參加，由主任

檢察官董秀菁、更保高雄分會主任委員陳義成

及主任觀護人佘青樺蒞臨現

場勉勵參與活動之人員。 

  雄檢 18 日辦理法治教育課程，邀請社工師

王美懿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

保護管束人講授酒駕新制重要事項以及認識

家暴法重點。講師提及最新的酒駕新制規定

如:酒駕、拒絕酒測的再犯累計期限，由原本的

5年延長為 10年，及壓力調適的方

法-「信運同轉」：信仰、運動、同

在、轉念等觀念。  

  橋檢首度嘗試命酒駕的緩起訴個案義務

提供生命關懷服務，5日安排緩起訴酒駕個

案 11 人，至高雄市殯葬管理處第二殯儀館

大社分館義務提供生命關懷服務 2小時，讓

個案體驗「以生服務死」的特殊感受，建立

初犯個案之警惕心、同理心，避

免一錯再錯，造成不幸憾事。  

  更保橋頭分會 2日至美濃愛輔村辦理關懷活動，由

主任委員沈美利及橋檢書記官長李德農等人參加，活

動中並邀請在愛輔村戒毒學員林○昌、楊○浩及簡老

師等 3人現身說法，分享遠離毒品的艱辛心路歷程鼓

勵堅定學員戒毒決心，用更開

闊的心來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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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宜蘭 

   

台東 

  陳先生家有三位長期臥床及身心疾病之家人，背負著經濟與生活莫大壓力，

無力進行居家環境整理，透過基隆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基檢 10日運用社會勞

動人力，前往個案家進行清潔打掃，運除陳年堆積的雜物，整理出宜居的空間， 

更連結衡山基金會修繕團隊為案家更換陳舊髒汙的馬桶、門窗，重新裝設省電

燈座，十多人的揮汗努力，讓案家有個乾淨且舒適的居住空間。  

  宜檢 9日以消費者保護法的介紹與實例分享為題，辦理法治暨生命教育課程，因網路購物輕鬆

一指搞定，消費者往往會因售價已下殺 3折、5折低價限量廣告所吸引，網站甚至標榜「貨到付

款、免運費、有 7天鑑賞期、可拆箱驗貨」，民眾搶購便宜商品後發現寄來之商品規格不符或收

到劣質品而需退貨時，卻常因網站已遭移除、聯絡不上賣家，欲退貨卻求助無門，於是特別提醒

消費者應慎選網路交易對象，尤其是臉書廣告、LINE 網路交易或

粉絲專頁等，如無企業名稱、負責人、電話、email 及營業所在地

地址等，建議不要購買，以免因找不到業者，而無法主張權益。 

  東檢 12日法治教育進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由林世倡社工師擔任講師，

林社工師以近期受到媒體關注的「神鬼奇航」男星強尼戴普與前妻安柏賀德誹謗官

司破題，強調男性亦可能是家暴受害者，但在傳統觀念束縛下男性受害人往往不願

尋求外界協助。 

  另於 17日辦理「反賄選暨反酒駕生命教育講座」宣導，酒駕會毀了一個人

的人生，並造成許多遺憾，並從酒駕發生的案例中，鼓勵社會勞動人們用心體

會生命的真諦，認識生命的本質，愛惜自己生命，一起打造安全的道路環境。 

金門 

  金門地檢郭景東檢察長端午節前夕，親自前往黃姓受保護管束人及馨生人家中致贈慰問金、

粽子及麵線，黃員感謝郭檢察長的關心，當場並述說自己觸犯本案後遭逢母喪

而引起兄長之不諒解，談到傷感處情緒激動，郭檢察長安撫該員情緒，鼓勵勇

於面對自己，用積極態度邁向新人生。 


